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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妹》

主要角色
何玉凤：旦
安骥：小生
张金凤：旦
华忠：老生
白脸狼：丑
黄傻狗：丑
黑风僧：净
虎面僧：净
赛西施：丑
张乐世：老生
张妈妈：老旦

情节
何玉凤是一个武将的女儿，因父亲遭上司诬陷而死，为了逃避仇人的耳目，化名为十三妹，同老母投奔师父
邓九公处，伺机报仇。一天，她在路旁听见两个赶脚的计议要害死客人，劫夺钱财，便赶到悦来店，寻到他
们所说的那个客人，问起底细，知道他是淮阳县令安学海的儿子安骥。父亲因得罪上司被参，需用银六千两
赎罪，他带了三千两银子去往淮阳营救。何玉凤见他遭遇与自己相同，引起同情，当时表示要帮他凑足银子，
并保护她平安到达淮阳。可是当她去借银子的时候，安骥就被骡夫催促着上路去了。安骥等误投盗窟能仁
寺，何玉凤一路赶来，跃身入寺，杀死全寺的盗匪，救出安骥和被掠入寺中的农家女子张金凤及其父母。何
玉凤撮合安骥、张金凤联姻，又赠以黄金三百两，使他们同往淮阳。

注释
《十三妹》（《悦来店·能仁寺》）剧本取材于《儿女英雄传》小说，剧情是描写清雍正年间侠女何玉凤的
一段故事。
本剧是由王瑶卿先生根据他的演出本，与本院（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处吕瑞明、田淞共同整理的。其中
《悦来店》的整理，并有中国京剧团演员萧盛萱参加帮助。除台词的修整之外，并将个别人物（骡夫和赛西施）
的性格略加改动。有些在原本中交代不够清楚地地方，也作了必要的补正。

根据《京剧丛刊》第八集整理

《悦来店》

【第一场】

（安骥上。）
安骥　　　（引子）　　　　苦读窗前，学经史，铁砚磨穿。
　　　　　（念）　　　　　十年埋首在书房，习学孔孟论文章。但愿得遂凌云志，显亲扬名继书香。
　　　　　（白）　　　　　小生安骥，字表龙媒。父讳学海，职受淮阳县令；母亲佟氏夫人随往任所，我
　　　　　　　　　　　　　一人留京候考。这几日身体有些不爽，且到门外散闷一番便了。
华忠　　　（内白）　　　　走哇！
（华忠急上，与安骥相遇，扶入内。）
安骥　　　（白）　　　　　奶公醒来！
华忠　　　（白）　　　　　哎呀公子！
安骥　　　（白）　　　　　奶公为何这等模样？
华忠　　　（白）　　　　　哎呀公子呀！只因黄河决口，老爷被参，这里有书信一封，公子请看。
安骥　　　（白）　　　　　待我看来！
（安骥看信。）
安骥　　　（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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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十三妹》 2

华忠　　　（白）　　　　　公子醒来。
安骥　　　（西皮导板）　　观书信吓得我魂飞天外，
安骥　　　（三叫头）　　　爹爹，我父，爹爹呀！
　　　　　（西皮散板）　　问奶公有何策急早安排？
　　　　　（白）　　　　　奶公啊！我父书信上面言道：“如今被上司陷害，革职拿问，带罪赔修，需用
　　　　　　　　　　　　　纹银六千两，方保无事。”这……便如何是好？
华忠　　　（白）　　　　　只好将家产变卖，搭救老爷要紧。
安骥　　　（白）　　　　　事在紧急，哪里去变卖？
华忠　　　（白）　　　　　只好到亲友家去商议。
安骥　　　（白）　　　　　也只好如此，待我前去商议便了。
　　　　　（西皮散板）　　我父无辜遭诬陷，
　　　　　　　　　　　　　怎不叫人痛心间。
（安骥、华忠自两边分下。）

【第二场】

白脸狼、
黄傻狗　　（内同白）　　　啊哈！
（白脸狼、黄傻狗同上。）
白脸狼　　（念）　　　　　从小游手好闲，
黄傻狗　　（念）　　　　　生平就好耍钱。
白脸狼　　（念）　　　　　赶脚赶了仨月，
黄傻狗　　（念）　　　　　累得我腰疼腿酸。
白脸狼　　（白）　　　　　在下白脸狼。
黄傻狗　　（白）　　　　　在下黄傻狗。
白脸狼　　（白）　　　　　伙计，咱们自从弄了这几匹牲口，做赶脚的生意，大概也有三个月啦。唉！没
　　　　　　　　　　　　　想到这碗饭可真不好吃，远道的买卖累不了，近道的买卖又去不着；眼看这两
　　　　　　　　　　　　　天就要支牙挨饿啦。你有什么主意没有？
黄傻狗　　（白）　　　　　不是就为吃饭吗？干脆把牲口卖它两匹先吃饭。
白脸狼　　（白）　　　　　那么吃完了呢？
黄傻狗　　（白）　　　　　再卖那两匹。
白脸狼　　（白）　　　　　都卖了，吃完了花完了呢？
黄傻狗　　（白）　　　　　再回家去混哪。
白脸狼　　（白）　　　　　噯！咱们只为在家乡没法混啦，才弄了这几匹牲口出来赶脚，要是回家还得挨
　　　　　　　　　　　　　饿。这主意不好，听我的吧。咱们把牲口拉出去遛遛，长短的买卖都应着，管
　　　　　　　　　　　　　他甜苦呢，总比在家呆着强啊。
黄傻狗　　（白）　　　　　好，听你的，拉牲口去。
（白脸狼、黄傻狗同拉牲口。）
白脸狼　　（白）　　　　　哦呵！哦呵！
黄傻狗　　（白）　　　　　哟喝！哟喝！
白脸狼、
黄傻狗　　（同白）　　　　谁雇牲口，这儿来呀！
（白脸狼、黄傻狗同下。）

【第三场】

（安骥、华忠分上。）
安骥　　　（西皮摇板）　　堪叹危急无所望，
　　　　　　　　　　　　　人情如纸世态凉！
　　　　　（白）　　　　　唉！奶公，你看人情如纸，这样一所大房，只押三千两银子。还是不够，如何
　　　　　　　　　　　　　是好？
华忠　　　（白）　　　　　且将这三千两银子，送到老爷任所，再做道理。
安骥　　　（白）　　　　　只好如此。奶公前去雇脚程，待我收拾行囊，辞别舅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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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忠　　　（白）　　　　　待我雇脚程前来。
安骥　　　（白）　　　　　快去快回！
（安骥下。华忠出门张望，白脸狼、黄傻狗同上。）
黄傻狗　　（白）　　　　　出来半天啦，怎么连个问的也没有哇？
白脸狼　　（白）　　　　　你别忙，买卖不在一时。你看那边那个老头儿，大概是要雇牲口，跟他搭勾搭
　　　　　　　　　　　　　勾。
　　　　　　　　　　　　　老大爷，您雇牲口吗？
华忠　　　（白）　　　　　你们可是赶脚的？
白脸狼　　（白）　　　　　不错，您雇哪儿？
华忠　　　（白）　　　　　去到淮阳。
白脸狼　　（白）　　　　　伙计，淮阳去不去？
（黄傻狗脱口而出。）
黄傻狗　　（白）　　　　　道儿太远，不去。
白脸狼　　（白）　　　　　嗨，刚才咱们怎么说的？
黄傻狗　　（白）　　　　　好，多给钱咱们就去。
白脸狼　　（白）　　　　　这不结啦！
（白脸狼向华忠。）
白脸狼　　（白）　　　　　我们就驮您去吧！
华忠　　　（白）　　　　　你们要多少银钱？
白脸狼　　（白）　　　　　还讲什么价，真个的，您还苦得了我们。
华忠　　　（白）　　　　　如此随我来！
（华忠、白脸狼、黄傻狗同走圆场。）
华忠　　　（白）　　　　　有请公子。
（安骥上。）
安骥　　　（白）　　　　　奶公，脚程可曾雇好？
华忠　　　（白）　　　　　现在门外。
安骥　　　（白）　　　　　吩咐他们搬行李。
华忠　　　（白）　　　　　是！
　　　　　　　　　　　　　来，搬行李。
白脸狼　　（白）　　　　　走，搬行李。
黄傻狗　　（白）　　　　　搬行李咱们也管？
华忠　　　（白）　　　　　多把酒钱。
白脸狼　　（白）　　　　　多给酒钱。
（白脸狼、黄傻狗同入内，搬行李。）
黄傻狗　　（白）　　　　　真沉哪，净是银子吧！
华忠　　　（白）　　　　　少说话。
白脸狼、
黄傻狗　　（同白）　　　　请公子趱路！
安骥　　　（白）　　　　　一同趱行！
　　　　　（西皮摇板）　　一同乘骑登程往，
华忠　　　（西皮摇板）　　披星戴月奔淮阳。
（众人同下。）

【第四场】

（何玉凤上，趟马。）
何玉凤　　（西皮摇板）　　单人独骑下山岭，
　　　　　　　　　　　　　不报父仇气不平。
　　　　　（白）　　　　　我，何玉凤。爹爹何纪，在经略七省大将军麾下充当中军官。只因那纪献唐向
　　　　　　　　　　　　　我爹爹与他子提亲，我父未允，那贼怀恨在心，抓了我爹爹一个错处，拿问在
　　　　　　　　　　　　　监。唉！谁想我父一气在监牢丧命。又恐怕他陷害我母女性命，故此叫乳母、
　　　　　　　　　　　　　丫鬟扮作我母女模样，扶着我爹爹的灵柩转回原籍。是我单身保定老母远奔他
　　　　　　　　　　　　　乡，找个安身之处，容我单身好寻找纪贼与我爹爹报仇，故此将玉凤的玉字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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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十三妹》 4

　　　　　　　　　　　　　为十三两字，改名十三妹。幸遇着一位侠义的老英雄名叫邓九公，将我母女收
　　　　　　　　　　　　　留，安置在青云山庄居住，倒也清闲自在。不想老母上月忽得重病，医生说必
　　　　　　　　　　　　　须用些人参、肉桂等药，方能痊愈；怎奈我手中空乏，又不好对师父言讲，无
　　　　　　　　　　　　　奈骑着这匹乌云盖雪的驴儿走下山来，一来打听打听仇人的下落，二来演习演
　　　　　　　　　　　　　习武艺，顺便再劫些个无义之财，好与老母调治病症。看天色尚早，就此紧紧
　　　　　　　　　　　　　加鞭！
　　　　　（西皮摇板）　　催动驴儿趱路径，
　　　　　　　　　　　　　常把父仇挂在心。
（何玉凤下。）

【第五场】

（安骥、华忠、白脸狼、黄傻狗同上。）
安骥　　　（西皮摇板）　　加鞭催马阳关上，
华忠　　　（西皮摇板）　　急欲一时到淮阳。
安骥　　　（西皮摇板）　　路旁风景无心望。
（华忠跌倒。）
白脸狼　　（白）　　　　　哎呀，摔坏了，真不轻，走不了啦。
　　　　　　　　　　　　　公子，咱们找个店，住店吧。
安骥　　　（白）　　　　　你们好好搀扶，前面打店。
白脸狼、
黄傻狗　　（同白）　　　　来，搀着走。
（众人同走圆场。）
安骥　　　（白）　　　　　店家！店家！
（店家上。）
店家　　　（白）　　　　　来了！来了！几位是住店的吗？
安骥　　　（白）　　　　　正是。
店家　　　（白）　　　　　请到里面。
（白脸狼、黄傻狗搀华忠同下。）
安骥　　　（白）　　　　　店家，你们这里可有医生无有？
店家　　　（白）　　　　　附近有位大夫。
安骥　　　（白）　　　　　烦你快去请来。
店家　　　（白）　　　　　好，我请大夫去。
（店家下。）
安骥　　　（白）　　　　　唉！这是哪里说起。
（安骥下。）

【第六场】

（白脸狼上。）
白脸狼　　（念）　　　　　一心想发财，天上掉下来。
　　　　　（白）　　　　　我，白脸狼，自从京中驮来一老一少，要上淮阳，那个公子是个书呆子，什么
　　　　　　　　　　　　　也不懂；那个老头子是又吝啬又不好说话，偏偏打牲口上掉下来摔坏了，住在
　　　　　　　　　　　　　店里走不了啦。公子是真着急，恨不能立刻要到淮阳。我不免诓公子上路，走
　　　　　　　　　　　　　到没人的地方，把他害了，然后再想主意把我们伙计也给害了，银子、行李都
　　　　　　　　　　　　　是我一个人的了。我岂不就发财了吗？就是这个主意。
　　　　　　　　　　　　　咳！伙计！
（黄傻狗上。）
白脸狼　　（白）　　　　　你干什么哪？
黄傻狗　　（白）　　　　　睡觉哪。
白脸狼　　（白）　　　　　别睡觉！我问问你，你还愿意赶脚不愿意？
黄傻狗　　（白）　　　　　我早说过呀！咱们哪是干这个的！可是不干有什么法子呢？
白脸狼　　（白）　　　　　现眼前有笔财，不知你会发不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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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傻狗　　（白）　　　　　哪儿有财发？
白脸狼　　（白）　　　　　就是咱们驮来的一老一少，不是要到淮阳吗？这个老头子摔坏了，住在店里走
　　　　　　　　　　　　　不了路。公子真着急，恨不得立刻要到淮阳，咱们设法诓公子上路，走到半道
　　　　　　　　　　　　　儿把他给害死，银子、行李都是咱哥儿俩的了，这不就发财了吗？
黄傻狗　　（白）　　　　　这个主意倒挺好，咱们该怎么着呢？
白脸狼　　（白）　　　　　我去跟书呆子说，你顺着我的竿儿爬，你瞧好不好？
黄傻狗　　（白）　　　　　好！只要能发财，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白脸狼　　（白）　　　　　咱们到店里瞧瞧，你听我的。走。
（白脸狼、黄傻狗同下。）

【第七场】

（安骥扶华忠同上。）
华忠　　　（西皮摇板）　　心想急早到淮阳，
　　　　　　　　　　　　　谁知中途病店房。
安骥　　　（西皮摇板）　　惦念爹爹心急往，
　　　　　　　　　　　　　且与奶公做商量。
　　　　　（白）　　　　　啊奶公，好些无有？
华忠　　　（白）　　　　　咳，越发沉重了。
安骥　　　（白）　　　　　你这样病重，一时怎能上路；只是我父事急，迟误日久，我父就要吃苦，这便
　　　　　　　　　　　　　如何是好？
华忠　　　（白）　　　　　公子莫要如此，我有意命两个骡夫保定公子先到淮阳，待我病愈之后再赶奔前
　　　　　　　　　　　　　去，你看如何？
安骥　　　（白）　　　　　就依奶公。
华忠　　　（白）　　　　　公子，唤骡夫前来。
安骥　　　（白）　　　　　骡夫哪里？
（白脸狼、黄傻狗同上。）
白脸狼、
黄傻狗　　（同白）　　　　来啦。
安骥　　　（白）　　　　　奶公唤你们。
白脸狼、
黄傻狗　　（同白）　　　　是啦。
白脸狼　　（白）　　　　　顺着我的竿儿爬！
黄傻狗　　（白）　　　　　那没错儿。
（白脸狼、黄傻狗同进内。）
白脸狼、
黄傻狗　　（同白）　　　　老大爷，您好点儿啦？有什么事呀？
华忠　　　（白）　　　　　我一时难以上路，有意命你二人保定公子同到淮阳，不知可能保到地头？
白脸狼　　（白）　　　　　您放心，保管没错儿。
黄傻狗　　（白）　　　　　那么着，我们就收拾行李去。
华忠　　　（白）　　　　　你二人暂在外厢伺候。
白脸狼　　（白）　　　　　这倒巧，正不想让他去，他就不去了。
　　　　　　　　　　　　　拉牲口去！
（白脸狼、黄傻狗同下。）
华忠　　　（白）　　　　　唤店家前来。
安骥　　　（白）　　　　　店家快来！
店家　　　（内白）　　　　来了！
（店家上。）
店家　　　（白）　　　　　有何吩咐？
华忠　　　（白）　　　　　啊店家，烦你差人将我家公子送到茌平县，可有人去否？
店家　　　（白）　　　　　甭找别人啦，我送去吧，顺便到那里要笔账。
华忠　　　（白）　　　　　这就好了。啊店家，还要借笔砚一用。
店家　　　（白）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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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取笔砚。）
华忠　　　（白）　　　　　待我修书。
（华忠写信。）
华忠　　　（白）　　　　　啊公子，这有书信一封，去到茌平县之后，派一妥靠之人前往二十八棵红柳村，
　　　　　　　　　　　　　面交褚一官，叫他差人保你同到淮阳，我就放心了。
（华忠交信与安骥。）
华忠　　　（白）　　　　　一路之上，须要小心。有人问你不可实言，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你要牢牢紧记。
（白脸狼、黄傻狗拉牲口同上。）
安骥　　　（白）　　　　　奶公好好养病，我就此去也。
　　　　　（西皮摇板）　　奶公不必挂愁肠，
　　　　　　　　　　　　　一人上路好凄凉。
（安骥、白脸狼、黄傻狗同下。）
华忠　　　（西皮摇板）　　但愿公子身无恙，
　　　　　　　　　　　　　苍天保佑得安康。
（华忠下。）

【第八场】

（何玉凤上。）
何玉凤　　（白）　　　　　且住！看那旁尘土飞扬，来了一伙骡驮子，待我登高一望。
（黄傻狗、白脸狼、店家、安骥同上，过场，同下。）
何玉凤　　（白）　　　　　哎呀慢着！看那驮子上骑定一个少年，那驮子沉甸甸的一定是银子不少，待我
　　　　　　　　　　　　　前去打抢——
（何玉凤望。）
何玉凤　　（白）　　　　　哎呀不好！看那少年满面愁容，心中必有为难之事，我何必打抢他呢，放他走
　　　　　　　　　　　　　得啦！不好！倘若走到前面，再被旁人打抢啦，我这注银子，岂不是白白的丢
　　　　　　　　　　　　　了吗？啊，有啦！我不免尾至后面，看他是何等之人便了。
（何玉凤下。）

【第九场】

（王兴发上。）
王兴发　　（念）　　　　　开的是悦来店，卖的是酒和饭。
安骥　　　（内白）　　　　趱路！
（黄傻狗、白脸狼、店家、安骥同上。）
安骥　　　（西皮摇板）　　人烟稠密街市广，
　　　　　　　　　　　　　买卖铺户列两行。
店家　　　（白）　　　　　公子，到了茌平县，天不早啦，咱们也该打尖啦！
安骥　　　（白）　　　　　待我打店。
王兴发　　（白）　　　　　客官敢是住店的？这里是悦来店。
安骥　　　（白）　　　　　可有上房？
王兴发　　（白）　　　　　有上房，请到里面。
安骥　　　（白）　　　　　好，一同进店。
（众人同进店。）
店家　　　（白）　　　　　我把您送到了，我可要回去啦。
安骥　　　（白）　　　　　有劳了！这有纹银一锭，权当茶资之敬。回去对我奶公言讲，叫他好好养病，
　　　　　　　　　　　　　病体痊愈，急赴淮阳。
店家　　　（白）　　　　　多谢公子，我走啦。
白脸狼、
黄傻狗　　（同白）　　　　给了多少？
店家　　　（白）　　　　　二两！
（店家下。）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4008002 2018-08-24



中国京剧戏考 《十三妹》 7

白脸狼、
黄傻狗　　（同白）　　　　他算来着啦。
安骥　　　（白）　　　　　啊，店家，你们这里可有个二十八棵红柳村么？
王兴发　　（白）　　　　　离此二十里，有个红柳村。
安骥　　　（白）　　　　　我有书信一封，烦你差人送到那里，面交褚一官，叫他速速差人前来送我去往
　　　　　　　　　　　　　淮阳。
王兴发　　（白）　　　　　我店内无人。
安骥　　　（白）　　　　　这——
白脸狼　　（白）　　　　　公子，他店内无人，我们哥儿俩呆着也是呆着，我们给您送去，您瞧好不好？
安骥　　　（白）　　　　　好，回来多谢酒资。
白脸狼　　（白）　　　　　不要紧，交给我啦。
黄傻狗　　（白）　　　　　怎么？送信也是咱们的事？
白脸狼　　（白）　　　　　送信有酒钱，你跟我走吧！
（白脸狼、黄傻狗同下。）
安骥　　　（白）　　　　　店家，将茶饭安排后面。
王兴发　　（白）　　　　　是。
（安骥、王兴发同下。）

【第十场】

（白脸狼、黄傻狗同上。）
白脸狼　　（念）　　　　　手拿一封信，
黄傻狗　　（念）　　　　　去到红柳村。
　　　　　（白）　　　　　走哇！
白脸狼　　（白）　　　　　上哪儿去？
黄傻狗　　（白）　　　　　给人送信去。
白脸狼　　（白）　　　　　你提这封信……
（何玉凤暗上。）
黄傻狗　　（白）　　　　　怎么样？
白脸狼　　（白）　　　　　咱们不能给他送去。
黄傻狗　　（白）　　　　　那不就耽误事了吗？
白脸狼　　（白）　　　　　你糊涂，咱们或把它撕了，或把它烧了。人回悦来店，就说信送到拉，人家没
　　　　　　　　　　　　　有功夫来，叫咱们哥儿俩和他同去。道上不就顺手啦吗？
黄傻狗　　（白）　　　　　对，道上怎么办呢？
白脸狼　　（白）　　　　　这股道儿你来过没有？
黄傻狗　　（白）　　　　　没来过。
白脸狼　　（白）　　　　　我知道，往东是红柳村，往西是黑风岗。咱们把他诓出店来，不往东走，咱们
　　　　　　　　　　　　　往西，黑风岗净是山涧，抽冷子把他推到山涧里摔死。行李、银子都是咱们哥
　　　　　　　　　　　　　儿俩的啦。你说这主意好不好？
黄傻狗　　（白）　　　　　好，咱们回去。
白脸狼　　（白）　　　　　上哪儿？
黄傻狗　　（白）　　　　　悦来店呀，把他诓出来，好害他啊！
白脸狼　　（白）　　　　　你可真糊涂，你没听那老头子说，来回四十里哪，这么两句话的功夫就回去，
　　　　　　　　　　　　　他也得信哪！
黄傻狗　　（白）　　　　　依你呢？
白脸狼　　（白）　　　　　咱们找个茶馆酒肆，喝会儿，聊会儿，绷到够四十里的时候，再回去送信，你
　　　　　　　　　　　　　瞧怎么样？
黄傻狗　　（白）　　　　　嗳，这个主意倒不错，那么走啊！
白脸狼　　（白）　　　　　走！
黄傻狗　　（白）　　　　　走着，走着！
（白脸狼、黄傻狗同下。）
何玉凤　　（白）　　　　　哎呀且住！方才听两个骡夫之言，那个公子住在悦来店中，他二人定计要害他
　　　　　　　　　　　　　的性命，我不免前去瞧瞧，若是好人将他救下，若是歹人我便先把银子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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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十三妹》 8

　　　　　　　　　　　　　也不能白白便宜那两个骡夫。正是：
　　　　　（念）　　　　　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何玉凤下。）

【第十一场】

（安骥上。）
安骥　　　（西皮摇板）　　天已过午日西偏，
　　　　　　　　　　　　　不见骡夫转回还。
（何玉凤上。）
何玉凤　　（白）　　　　　来此已是悦来店。
　　　　　　　　　　　　　店家，店家！
（王兴发上。）
王兴发　　（白）　　　　　啊，女英雄，可是投宿的？
何玉凤　　（白）　　　　　不是。
店家乙　　（白）　　　　　打尖么？
何玉凤　　（白）　　　　　也不是。
店家乙　　（白）　　　　　不住店，不打尖，要做什么？
何玉凤　　（白）　　　　　我这个驴渴啦，你呀，给我饮饮驴，再给我沏壶茶，搬个凳儿歇歇腿儿，我一
　　　　　　　　　　　　　会儿就走。
王兴发　　（白）　　　　　噢，是，是。
（王兴发接驴下。）
安骥　　　（白）　　　　　哎呀且住，看这女子，进得店来，上下打量于我，想必不是好人，待我将房门
　　　　　　　　　　　　　关上。
（安骥关门。）
安骥　　　（白）　　　　　哎呀不好，看她身背刀、弓，倘若打进店来如何是好？这……便怎么处？有了！
　　　　　　　　　　　　　看院内有块大石头，待我将石头搬进店来，将门顶上，料然无妨。就是这个
　　　　　　　　　　　　　主意。
（安骥开门，搬石头。）
安骥　　　（白）　　　　　我搬它不动啊！
　　　　　　　　　　　　　店家快来！
（王兴发上。）
王兴发　　（白）　　　　　何事？
安骥　　　（白）　　　　　将石头与我搬进房去。
王兴发　　（白）　　　　　我搬它不动。
安骥　　　（白）　　　　　多唤人前来。
王兴发　　（白）　　　　　伙计们快来！
（四伙计同上。）
四伙计　　（白）　　　　　唤我们有什么事啊？
安骥　　　（白）　　　　　将这块大石头，与我搬进房去。
（四伙计同搬石头。）
四伙计　　（同白）　　　　我们搬不动。
何玉凤　　（白）　　　　　嗳，我说你们干什么哪？
四伙计　　（同白）　　　　搬石头。
何玉凤　　（白）　　　　　搬哪！
四伙计　　（同白）　　　　搬不动。
何玉凤　　（白）　　　　　搬不动啊，我替你们搬好不好？
四伙计　　（同白）　　　　那敢情好。
何玉凤　　（白）　　　　　起开这儿。
（何玉凤搬石头。）
何玉凤　　（白）　　　　　这位公子你要将这块石头放在哪儿？放在哪儿？
安骥　　　（白）　　　　　这……
何玉凤　　（白）　　　　　放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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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十三妹》 9

安骥　　　（白）　　　　　放在我的房内。
（安骥进内。）
何玉凤　　（白）　　　　　哦。
（何玉凤放石头。）
安骥　　　（白）　　　　　哎呀，她怎么不走了？哦，我想起来了。
（安骥取钱。）
安骥　　　（白）　　　　　啊小娘子，这里有一茶之敬，请小娘子笑纳。
何玉凤　　（白）　　　　　这是您给我的？
安骥　　　（白）　　　　　不敢，略表谢意。
何玉凤　　（白）　　　　　谢谢。
　　　　　　　　　　　　　哎哟！我当是怎么个人儿哪，敢情是个没出过门儿的书呆子啊！
　　　　　　　　　　　　　你们过来。
四伙计　　（同白）　　　　做什么？
何玉凤　　（白）　　　　　叫你们搬石头搬不动，分这俩钱儿分得动分不动啊？
四伙计　　（同白）　　　　分得动。
何玉凤　　（白）　　　　　好，给你们分去吧！
（四伙计同下。）
安骥　　　（白）　　　　　咦——她怎么倒坐下了。
　　　　　　　　　　　　　哎呀女大王饶命！
（安骥跪。）
何玉凤　　（白）　　　　　谁是女大王？
安骥　　　（白）　　　　　你身带刀、弓，岂不是女大王？
何玉凤　　（白）　　　　　哦，你问这个呀？
安骥　　　（白）　　　　　嗯。
何玉凤　　（白）　　　　　是我为走路防身用的，什么女大王！
安骥　　　（白）　　　　　哦，是为防身用的！
何玉凤　　（白）　　　　　嗯，防身用的。
安骥　　　（白）　　　　　如此说来，是为女英雄了。
何玉凤　　（白）　　　　　这还像句话。你呀，给我起来！
安骥　　　（白）　　　　　哦……起来。
（安骥站起。）
何玉凤　　（白）　　　　　我来问问你，刚才我进店的时候，你看见我啦，赶紧跑到屋里去，把门也关上
　　　　　　　　　　　　　啦，你是什么意思啊？
安骥　　　（白）　　　　　这个……
何玉凤　　（白）　　　　　说！
安骥　　　（白）　　　　　惟恐男女不便哪。
何玉凤　　（白）　　　　　你惟恐男女不便？我瞧你性命就死在眼前，还说什么男女不便吗？
安骥　　　（白）　　　　　哎呀，女英雄饶命啊……
（安骥跪。）
何玉凤　　（白）　　　　　哎哟，我多咱要你的命呀？
安骥　　　（白）　　　　　你不说我死在眼前么？
何玉凤　　（白）　　　　　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多咱要你的命，你呀，给我再起来！
安骥　　　（白）　　　　　哦，再起来。
（安骥站起。）
何玉凤　　（白）　　　　　我来问问你，你是哪儿的人？打哪儿来？往哪儿去？说给我听听。
安骥　　　（白）　　　　　哎呀且住，临行之时，奶公对我言道：“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掏一片心”，
　　　　　　　　　　　　　我乃京都人氏，至此有千里路程，只说三分话……有了，我就说我是保定府
　　　　　　　　　　　　　人氏，要往河南作幕的，打从三百里而来。就是这个主意。
　　　　　　　　　　　　　女英雄，我是保定府人氏，要往河南作幕的，打从三百里而来。
何玉凤　　（白）　　　　　哦，你是保定府的人，要往河南去作幕的，打从三百里而来。
安骥　　　（白）　　　　　正是。
何玉凤　　（白）　　　　　姓什么呀？
安骥　　　（白）　　　　　哎呀，问到姓上来了。我姓安，“安”字是个宝盖头一个“女”字，我说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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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哎呀，无有这个姓啊！有了，我就说我姓盖。
　　　　　　　　　　　　　啊女英雄，我姓盖。
何玉凤　　（白）　　　　　哦，你姓盖啊？是啦，是啦。我再来问问你，你那行囊里头，带有多少银子？
安骥　　　（白）　　　　　糟了，糟了！问到银子上来了。我带来三千两银子，只说三分话，待我算算—
　　　　　　　　　　　　　—一三如三，二三如六，三三见九，我就说带来九百两银子，不错，九百两银
　　　　　　　　　　　　　子。
　　　　　（笑）　　　　　哈哈哈！
何玉凤　　（白）　　　　　说！
安骥　　　（白）　　　　　女英雄，我带来九百两银子。
何玉凤　　（白）　　　　　哦，你就带着九百两银子？
安骥　　　（白）　　　　　正是。
何玉凤　　（白）　　　　　哎呀，你这个人可就不对啦。
安骥　　　（白）　　　　　怎么不对了？
何玉凤　　（白）　　　　　你想，我与你是萍水相逢，刚才你也说过，咱们俩是男女有别，我既来问你这
　　　　　　　　　　　　　些话呀，想必我心里头有我的事情，你就该据实相告，嗳，才是你的道理不是？
　　　　　　　　　　　　　怎么问了半天，跟我一味地支支吾吾离离奇奇地，你把我当作什么人看待哪？
安骥　　　（白）　　　　　小生我句句实言，还望女英雄原谅。
何玉凤　　（白）　　　　　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倒也没有什么要紧。你说，你说的都是实话，待我戳破几
　　　　　　　　　　　　　样给你听听。
安骥　　　（白）　　　　　哦！是，是。
何玉凤　　（白）　　　　　我告诉你，你是保定府的人，现在你说话呀，是北京口音，这头一样就先不对
　　　　　　　　　　　　　啦。况且你满脸诗礼家风，分明是一个贵公子无疑啦！什么？你往河南作幕的？
　　　　　　　　　　　　　你要往河南去作幕呀，你从上路应该走岔道，现在你走的是山东大道，你要
　　　　　　　　　　　　　告诉我往淮阳一带去嘛，还将就着说得下去。你自己觉乎着你自己是斯文一派，
　　　　　　　　　　　　　像个当幕宾的样子，我想天下人，万没有行囊里头带着两三千银子，满处找
　　　　　　　　　　　　　馆当师爷的。我瞧你呆头呆脑，性命眼前不保，还敢在我跟前抖机伶儿撒谎吗？
安骥　　　（哭）　　　　　喂——呀！
（安骥跪。）
何玉凤　　（白）　　　　　你瞧那么大个子，哭啦，趁早说实话。
安骥　　　（白）　　　　　女英雄容禀！
　　　　　（西皮导板）　　未开言不由人珠泪难忍，
何玉凤　　（白）　　　　　起来，有话坐下慢慢说。
（安骥站起，落座。）
安骥　　　（西皮原板）　　尊一声女英雄细听详情：
　　　　　　　　　　　　　家住在北京城安是我姓，
何玉凤　　（白）　　　　　哦，我说是北京的人不是。
安骥　　　（西皮原板）　　我的父印学海淮阳县尊。
何玉凤　　（白）　　　　　呕，令尊就是淮阳知县安大老爷吗？哦，往下讲。
安骥　　　（西皮原板）　　得罪了谭总漕他心中恼恨，
　　　　　　　　　　　　　参一本道我父公款侵吞；
　　　　　　　　　　　　　要赎罪需纹银六千两整，
　　　　　（西皮流水板）　将房产变卖了三千两纹银。
　　　　　　　　　　　　　同行路老奶公中途染病，
　　　　　　　　　　　　　我安骥赴淮阳去救父亲。
　　　　　　　　　　　　　这是我始终事据实告禀，
　　　　　（哭头）　　　　女英雄啊！
　　　　　（西皮摇板）　　还望你搭救我难中之人！
何玉凤　　（白）　　　　　呀！
　　　　　（西皮摇板）　　听他言不由我心生恻隐，
　　　　　　　　　　　　　却原来他也是被害之人。
　　　　　（白）　　　　　啊公子，听你之言，你父也是被奸臣所害吗？
安骥　　　（白）　　　　　正是。
何玉凤　　（白）　　　　　唉！我恐怕你不能够平安地到了淮阳，即便能够平安到得了淮阳，你那银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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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够用的，才有一半呀。
安骥　　　（白）　　　　　我也正为此事为难喏。
何玉凤　　（白）　　　　　公子，我欲保你平安到达淮阳，还保你银子足用，你看如何？
安骥　　　（白）　　　　　哦，此话当真？
何玉凤　　（白）　　　　　我还能骗你吗？
安骥　　　（白）　　　　　如此说来，你不是一位女英雄了！
何玉凤　　（白）　　　　　我是什么？
安骥　　　（白）　　　　　你是一位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了。
何玉凤　　（白）　　　　　我这可不敢当，不敢当。
安骥　　　（白）　　　　　活菩萨请上受我一拜！
何玉凤　　（白）　　　　　不必拜了。
安骥　　　（西皮摇板）　　我这里拜谢你心生恻隐，
　　　　　　　　　　　　　救我父脱罪名感你大恩。
何玉凤　　（白）　　　　　公子，看天色尚早，我去去就来，你可千万在此店中等我，我定更天不回来、
　　　　　　　　　　　　　二更天准回来。嗳，总而言之一句话，你不见我的面，千万不要动身，牢牢紧
　　　　　　　　　　　　　记，我就此告辞了。
（何玉凤欲下，复回。）
何玉凤　　（白）　　　　　你可千万别走。
（安骥下。）
安骥　　　（白）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王兴发上。）
王兴发　　（白）　　　　　这就糟了，这就糟了。
安骥　　　（白）　　　　　怎么糟了？
王兴发　　（白）　　　　　客官哪里晓得，我们这里惯出强人，看她身背刀、弓，分明是个女强盗，她若
　　　　　　　　　　　　　叫你不走，乃是图谋于你，你要小心了哇！
安骥　　　（白）　　　　　哎呀！
（白脸狼、黄傻狗同上。）
白脸狼、
黄傻狗　　（同白）　　　　公子！
安骥　　　（白）　　　　　可曾见过褚一官？
白脸狼　　（白）　　　　　褚一官没工夫，叫我们哥儿两个同你前去。
　　　　　　　　　　　　　伙计，拉牲口，快走，快走。
王兴发　　（白）　　　　　既有投奔，速离此处，倒是正理。
安骥　　　（白）　　　　　哦，哦！
（安骥付店钱，背包袱，白脸狼、黄傻狗、安骥同下。何玉凤上。）
何玉凤　　（白）　　　　　店家！
王兴发　　（白）　　　　　来了。
何玉凤　　（白）　　　　　那位公子呢？
王兴发　　（白）　　　　　他走了。
何玉凤　　（白）　　　　　怎么着，那公子他……走了吗？
王兴发　　（白）　　　　　他走了。
何玉凤　　（白）　　　　　我来问你，一个人走的，还是跟两个骡夫一块儿走的呢？
王兴发　　（白）　　　　　同着两个骡夫一道走的。
何玉凤　　（白）　　　　　怎么着，跟两个骡夫一道儿走的么？我知道了。
（王兴发下。）
何玉凤　　（白）　　　　　哎呀不好！那位公子被两个骡夫诓去登程，前途必有性命之忧；我不免急急赶
　　　　　　　　　　　　　上，看他二人是怎样动手便了。
（何玉凤下。）

《能仁寺》

【第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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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十三妹》 12

（四小僧、黑风僧同上。）
黑风僧　　（点绛唇）　　　带发出家，胆比天大，喜爱那美貌娇娃，劫抢作生涯。
　　　　　（念）　　　　　身在绿林假为僧，全凭刀枪武艺精。杀人害命为本等，刮骨熬油点佛灯。
　　　　　（白）　　　　　洒家，黑风僧。在这黑风岗能仁寺带发出家。我有一师弟，人称虎面僧，我二
　　　　　　　　　　　　　人习就全身武艺，劫夺过往客商，强占民女，倒也逍遥自在。今日闲暇，不免
　　　　　　　　　　　　　唤娘子出来，畅饮一回。
　　　　　　　　　　　　　来，请赛娘子。
小僧甲　　（白）　　　　　有请赛娘子。
（赛西施上。）
赛西施　　（白）　　　　　啊哈！
　　　　　（数板）　　　　奴家名叫赛西施，每日擦粉抹胭脂。自从来到能仁寺，好似喜鹊上花枝。
黑风僧　　（白）　　　　　娘子！
赛西施　　（白）　　　　　大师傅！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呀？
黑风僧　　（白）　　　　　洒家备得有酒，与你同饮。
赛西施　　（白）　　　　　好，喝着，喝着。
黑风僧、
赛西施　　（同白）　　　　（娘子）（大师傅）请！
（黑风僧、赛西施同饮。三儿上。）
三儿　　　（白）　　　　　报——庙外来了买卖啦。
黑风僧　　（白）　　　　　娘子退下。
（赛西施下。）
黑风僧　　（白）　　　　　徒弟们，一同出庙。
（众人同下。）

【第二场】

（张乐世、张妈妈、张金凤、车夫同上。）
张乐世　　（西皮摇板）　　一家人全凭着耕种为本，
张妈妈　　（西皮摇板）　　年荒旱难度日赴京投亲。
张金凤　　（西皮摇板）　　在途中行数日风霜受尽，
　　　　　　　　　　　　　且喜得天和暖一路安宁。
张乐世　　（白）　　　　　老汉张乐世，乃淮阳人氏，务农为业。只因连年荒旱，难以度日，为此变卖田
　　　　　　　　　　　　　地，一家赴京投亲。
　　　　　　　　　　　　　啊妈妈、女儿，闻得这茌平路上惯出强人，须要小心。
张妈妈、
张金凤　　（同白）　　　　大家小心。
张金凤　　（白）　　　　　趱行者。
　　　　　（西皮慢板）　　张金凤在车中心神不定，
　　　　　　　　　　　　　只恐怕中途路遇着强人。
　　　　　　　　　　　　　但愿得早到京一路安顺，
　　　　　　　　　　　　　也不枉二爹娘劳苦一程。
　　　　　　　　　　　　　耳边厢又听得喧嚷一阵，
（四小僧、三儿、黑风僧同上。）
张金凤　　（西皮摇板）　　又只见古庙前一伙僧人。
黑风僧　　（白）　　　　　你们从哪道而来？要往何方而去？
张乐世　　（白）　　　　　我们从淮阳来，要往京中去的。
黑风僧　　（白）　　　　　你看天色已晚，就在我庙中安歇，明日再走。
张乐世　　（白）　　　　　我们赶路要紧。
黑风僧　　（白）　　　　　好不识抬举。
　　　　　　　　　　　　　徒儿们，抢！
（四小僧同抢张金凤，同进庙。）
张乐世　　（白）　　　　　你们这伙僧人擅抢行人，难道就不怕王法么？
黑风僧　　（白）　　　　　什么王法不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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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十三妹》 13

　　　　　　　　　　　　　来，将他与车夫扣在钟下。
（二小僧押张乐世、车夫同下，二小僧同上。）
黑风僧　　（白）　　　　　小娘子，不要害怕，顺从洒家，你的造化不小。
张金凤　　（白）　　　　　好凶僧啊！
　　　　　（西皮散板）　　你既为僧当守分，
　　　　　　　　　　　　　擅抢民女污佛门。
黑风僧　　（白）　　　　　呸！
　　　　　（西皮散板）　　听一言来怒气生，
　　　　　　　　　　　　　你竟敢开口来伤人。
　　　　　　　　　　　　　一把钢刀拿在手，
三儿　　　（白）　　　　　师傅别杀呀。
黑风僧　　（西皮散板）　　三儿拦阻为何情？
　　　　　（白）　　　　　为何拦阻？
三儿　　　（白）　　　　　您把她杀死，够多么可惜呀。
黑风僧　　（白）　　　　　依你之见？
三儿　　　（白）　　　　　将她交与赛娘子，解劝解劝，她要是答应了，岂不是您的造化吗？
黑风僧　　（白）　　　　　好，请赛娘子。
三儿　　　（白）　　　　　有请赛娘子。
（赛西施上，三儿下。）
赛西施　　（白）　　　　　我说和尚，你打哪儿又弄这么个小妞儿来呀？
黑风僧　　（白）　　　　　赛娘子，相劝于她依顺洒家，重重相谢。
赛西施　　（白）　　　　　可是这么着，有了她你可别忘了我呀。
黑风僧　　（白）　　　　　我怎能忘得了你呀。
赛西施　　（白）　　　　　好吧，把她交给我吧。这女子跟我来。
张金凤　　（哭）　　　　　喂呀！
（赛西施、张金凤、张妈妈同下。三儿上。）
三儿　　　（白）　　　　　师傅，又来了买卖啦。
黑风僧　　（白）　　　　　一同出庙。
（众人同下。）

【第三场】

安骥　　　（内西皮导板）　旅店中吓得我魂魄荡，
（白脸狼、黄傻狗、安骥同上。）
安骥　　　（西皮快板）　　不想遇着女强梁。
　　　　　　　　　　　　　来在阳关用目望，
　　　　　　　　　　　　　不知岔道走哪厢？
　　　　　（白）　　　　　啊骡夫，前有岔道，你我走哪条道路可通红柳村？
黄傻狗　　（白）　　　　　往东去。
白脸狼　　（白）　　　　　你得啦吧，往东不是正路，往西才是红柳村哪。咱们得往西。
安骥　　　（白）　　　　　如此往西走。
　　　　　（西皮摇板）　　加鞭催动朝西往，
（白脸狼、黄傻狗、安骥同下，黄傻狗掉帽子。）

【第四场】

（何玉凤上。）
何玉凤　　（西皮散板）　　只为一点侠义心，
　　　　　　　　　　　　　借来黄金救书生。
　　　　　（白）　　　　　咳！可恨那安公子不听我的言语，被两个骡夫诓去登程。是我紧紧地追赶，来
　　　　　　　　　　　　　此岔道，不知往哪道而去了呢？哎呀且住！看那旁尘土未息，又有骡夫的帽子
　　　　　　　　　　　　　掉在路旁，怎么他们不奔红柳村，反奔了黑风岗了呢？公子前途必有性命之忧，
　　　　　　　　　　　　　待我急急赶上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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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十三妹》 14

（何玉凤下。）

【第五场】

（四小僧、黑风僧同上。）
黑风僧　　（西皮摇板）　　大家齐到山门等，
（安骥、白脸狼同急上，黄傻狗随后追上。）
黄傻狗　　（白）　　　　　喝，你们怎么跑得这么快呀？
黑风僧　　（白）　　　　　啊施主，你们是往哪里去的？
安骥　　　（白）　　　　　我们要往红柳村去。
黑风僧　　（白）　　　　　你们走错了。
安骥　　　（白）　　　　　怎见得？
黑风僧　　（白）　　　　　从那一岔道往东南走才是红柳村，你们往西来了，我们这里叫黑风岗。
安骥　　　（白）　　　　　哎呀，怎么又走错了？
白脸狼　　（白）　　　　　不要紧，咱们再回去。
黑风僧　　（白）　　　　　天色已晚，你们赶不上住处，不如就在庙中住宿，明日再行。
安骥　　　（白）　　　　　住得的么？
白脸狼　　（白）　　　　　别忙、别忙，我得瞧瞧。
　　　　　　　　　　　　　能仁寺，佛门善地，没错儿。
安骥　　　（白）　　　　　如此打搅了。
黑风僧　　（白）　　　　　请。
黄傻狗　　（白）　　　　　咱们别住下呀！
（白脸狼急拦黄傻狗。）
白脸狼　　（白）　　　　　你也不瞧瞧，天都什么时候啦。
（众人同进。）
黑风僧　　（白）　　　　　请二师傅。
小僧　　　（白）　　　　　有请二师傅。
虎面僧　　（内白）　　　　来也。
（虎面僧上。）
虎面僧　　（念）　　　　　习就拳棒武艺精，江湖人称虎面僧。
　　　　　（白）　　　　　师兄唤我何事？
黑风僧　　（白）　　　　　将这两个骡夫交付与你，好生款待。
　　　　　　　　　　　　　公子，随洒家转至后禅堂。
（黑风僧拉安骥同下。）
白脸狼　　（白）　　　　　伙计，你听见没有？
黄傻狗　　（白）　　　　　听见什么？
白脸狼　　（白）　　　　　大师傅把咱们交给二师傅了，叫他好好款待咱们，这“好好款待”你懂不懂？
黄傻狗　　（白）　　　　　是怎么回事？
白脸狼　　（白）　　　　　就是给咱们预备酒肉，大吃大喝。嘿，咱们问问去。
黄傻狗　　（白）　　　　　对，咱们问问。
白脸狼、
黄傻狗　　（同白）　　　　二师傅，有酒有肉，您拿出来，我们哥俩好吃着喝着。
虎面僧　　（白）　　　　　你二人要饮酒？
白脸狼、
黄傻狗　　（同白）　　　　哎，喝两盅。
虎面僧　　（白）　　　　　来，将他二人绑了！
黄傻狗　　（白）　　　　　怎么绑了？这是怎么款待呀？
白脸狼　　（白）　　　　　八成要杀咱们，咱们快央告央告吧。
白脸狼、
黄傻狗　　（同白）　　　　二师傅，您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您饶了我们哥俩吧！
虎面僧　　（白）　　　　　这是你们自投罗网，怨着谁来？
白脸狼、
黄傻狗　　（同白）　　　　二师傅，您要杀，杀客人，别杀我们赶脚的。往后我们有了好买卖还往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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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十三妹》 15

　　　　　　　　　　　　　驮呢。二师傅，您饶了我们吧！
虎面僧　　（白）　　　　　看你二人说得可怜，不杀你们就是。
白脸狼　　（白）　　　　　这一央告不杀啦！
虎面僧　　（白）　　　　　来呀，绑至后面破腹挖心。
白脸狼、
黄傻狗　　（同白）　　　　唉哟！
（众人同下。）

【第六场】

（何玉凤上。）
何玉凤　　（白）　　　　　且住！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赶，赶到此处，为何不见了呢？来此已是能仁寺，
　　　　　　　　　　　　　能仁寺。哎呀且住！闻听人言能仁寺内惯出凶僧，公子若投在庙内，只恐性
　　　　　　　　　　　　　命难保。待我将驴儿拴在庙后，越墙而过，看个动静便了。
（何玉凤下。）

【第七场】

（〖小开门〗。三儿、黑风僧、安骥同上。）
黑风僧　　（白）　　　　　请坐。
安骥　　　（白）　　　　　告坐。
黑风僧　　（白）　　　　　请问施主，从哪道而来？要往哪里去？
安骥　　　（白）　　　　　小生从京中来，要往淮阳去。
黑风僧　　（白）　　　　　想必还不曾用饭。
安骥　　　（白）　　　　　途中用过了。
黑风僧　　（白）　　　　　既然用过饭了，我这里有现成的美酒，要敬你几杯。
安骥　　　（白）　　　　　小生不会饮酒。
黑风僧　　（白）　　　　　哪有不会饮酒的道理。
　　　　　　　　　　　　　三儿看酒来。
　　　　　　　　　　　　　来来来，你吃上几杯。
安骥　　　（白）　　　　　小生当真不会饮酒。
黑风僧　　（白）　　　　　如此洒家就要强让了。
（安骥推杯。）
黑风僧　　（白）　　　　　来，将这小奴才绑了！
（三儿绑住安骥。）
黑风僧　　（白）　　　　　小奴才！洒家念你是送上门来的买卖，不忍破腹挖心，才用药酒将你毒死，与
　　　　　　　　　　　　　你留个全尸。这也是我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谁想你执意不饮，反将洒
　　　　　　　　　　　　　家的酒打落尘埃，这是你自招其祸。
　　　　　　　　　　　　　三儿，看戒刀伺候！
（何玉凤上，上高。）
黑风僧　　（西皮散板）　　自作自受休埋怨，
　　　　　　　　　　　　　阎王殿前再诉冤。
　　　　　　　　　　　　　看过钢刀与水碗，
　　　　　（白）　　　　　绑出店去！
　　　　　（西皮散板）　　明年今日是儿的一周年。
（何玉凤用弹打死黑风僧。）
三儿　　　（白）　　　　　师傅，杀呀！哟，脑袋上一个大窟窿，待我报与二师傅知道。
（何玉凤打死三儿，跳下，用刀断缚。）
何玉凤　　（白）　　　　　公子醒醒！
安骥　　　（西皮导板）　　霎时吓得魂魄散，
　　　　　（白）　　　　　哎呀！
　　　　　（西皮散板）　　只见娘行站面前。
　　　　　（白）　　　　　你是庙中菩萨显圣，搭救于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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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玉凤　　（白）　　　　　菩萨哪儿有那么大工夫救你呀。你抬起头来，仔细瞧瞧我是谁！
安骥　　　（白）　　　　　哦，你不是悦来店中相遇的那位女英雄么？
何玉凤　　（白）　　　　　还没吓糊涂。
安骥　　　（白）　　　　　你怎么知道我在此有难哪？
何玉凤　　（白）　　　　　你不该不听我的言语，跟两个骡夫登程，不是我赶来救你，你这会儿早就没了
　　　　　　　　　　　　　命啦。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你起来，咱们上禅堂里说去。
安骥　　　（白）　　　　　我两腿酸软，站不起来了。
何玉凤　　（白）　　　　　待我来搀……你扶着我这张弹弓起来吧。
安骥　　　（白）　　　　　有劳了。
（何玉凤、安骥同进。梆响。）
安骥　　　（白）　　　　　更夫来了。
（更夫上。）
更夫　　　（白）　　　　　哟，大师傅脑袋上怎么直流血呀？想必是叫人暗算了，待我报与二师傅知道。
（更夫下。）
安骥　　　（白）　　　　　女英雄，看他前去送信，倘若凶僧前来，如何是好？
何玉凤　　（白）　　　　　不要紧的。你好好看着我这张弹弓，还有黄金三百两，紧紧搂抱在怀。少时动
　　　　　　　　　　　　　起手来，不用害怕，我就此打仗去了！
（何玉凤下。安骥关门。）
安骥　　　（白）　　　　　好险哪！
（安骥下。）

【第八场】

（虎面僧上。）
虎面僧　　（念）　　　　　骡夫把命丧，打坐在禅堂。
（更夫上。）
更夫　　　（白）　　　　　回禀二师傅：大师傅叫人暗算了。
虎面僧　　（白）　　　　　有这等事？待我看来。
（更夫下。虎面僧出门，何玉凤上，遇虎面僧，追下。虎面僧上。）
虎面僧　　（白）　　　　　徒弟们哪里？
（四小僧同上。）
四小僧　　（同白）　　　　何事？
虎面僧　　（白）　　　　　拿刺客！
（何玉凤上，开打。何玉凤杀死四小僧、更夫、虎面僧。）
张乐世　　（内白）　　　　救人哪！
何玉凤　　（白）　　　　　听钟内有呼救之声，待我将他救了出来。
（何玉凤下，上，张乐世、车夫同上。）
何玉凤　　（白）　　　　　你二人因何被扣钟下了呢？
张乐世　　（白）　　　　　小老儿名叫张乐世，从淮阳同定我家妈妈、女儿往京中去，行至此间，被凶僧
　　　　　　　　　　　　　抢进庙来。也不知我那妈妈、女儿怎么样了？
（张乐世哭。）
何玉凤　　（白）　　　　　好和尚，好和尚，还敢掠抢民女哪！
　　　　　　　　　　　　　你们不必害怕，车夫寻找车辆，老头儿随我来。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九场】

（赛西施上。）
赛西施　　（念）　　　　　生得花容月貌，长就玉肤冰肌。杏眼桃腮令人迷，陪伴和尚得意。
　　　　　（白）　　　　　我赛西施。自从来到这庙里头，我们大师傅待我甭提够多好啦！刚才大师傅又
　　　　　　　　　　　　　抢了一个女子，叫我劝解劝解，不免把她叫出来开开心。
　　　　　　　　　　　　　我说那个小妞儿，别哭了，到外屋来凉快凉快吧！
（张金凤、张妈妈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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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凤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可叹全家遭不幸，
　　　　　　　　　　　　　中途路上遇凶僧。
　　　　　（哭）　　　　　喂呀！
赛西施　　（白）　　　　　得了，别哭啦！你也得往开了想。你要是不答应大师傅的亲事，他一生气把你
　　　　　　　　　　　　　给杀了，再想活可就活不了啦。再一说，当个和尚大奶奶也不错呀！
张金凤　　（白）　　　　　谁似你惜命忘耻之辈！
赛西施　　（白）　　　　　我劝你可是为你好。你瞧我，有多么享福哇！
张金凤　　（白）　　　　　无耻的贱婢！你近前来，有话对你言讲。
赛西施　　（白）　　　　　有什么话呀？
（张金凤打赛西施嘴巴。）
张金凤　　（白）　　　　　好贱人哪！
　　　　　（西皮散板）　　似你忘耻无人性，
　　　　　　　　　　　　　有何脸面世间存！
赛西施　　（西皮散板）　　丫头片子真可恨！
　　　　　　　　　　　　　好言劝你反伤人。
　　　　　　　　　　　　　打你不如下口咬，
（赛西施咬张金凤，张金凤哭。何玉凤、张乐世同上。）
赛西施　　（西皮散板）　　赛西施好比那夜叉精。
何玉凤　　（白）　　　　　这是什么东西叫唤哪？
　　　　　　　　　　　　　嘿，开门来！
赛西施　　（白）　　　　　哟，外面怎么又有小姑娘叫门哪？我说你是哪儿来的？
何玉凤　　（白）　　　　　我是大师傅叫我来劝一个女子的。
赛西施　　（白）　　　　　这么一说不是外人了，等着我给你开门。这儿是地窖子，你打马道下来吧。
（何玉凤对张乐世。）
何玉凤　　（白）　　　　　你在这儿等着。
（何玉凤进门。）
何玉凤　　（白）　　　　　姑娘在哪儿哪？姑娘在哪儿哪？
（何玉凤与张金凤对看。）
何玉凤、
张金凤　　（同白）　　　　啊，她怎么长得像我呀？
赛西施　　（白）　　　　　真格的，我们仨人怎么一个模样啊！
何玉凤　　（白）　　　　　我说这一女子，你既被大师傅抢来，就该答应他的亲事才是呀。
赛西施　　（白）　　　　　着哇！
张金凤　　（白）　　　　　我看你倒像个好人模样，怎么也与那贱人一样讲话？
赛西施　　（白）　　　　　贱人卖多少钱一斤哪？
何玉凤　　（白）　　　　　你要是不答应，大师傅脾气可不好，动不动就拿刀宰人哪。
赛西施　　（白）　　　　　对啦！
张金凤　　（白）　　　　　我情愿一死也是不从。近前来，有话对你言讲。
赛西施　　（白）　　　　　留神她可会抓人。
何玉凤　　（白）　　　　　你说什么？
（何玉凤抓住张金凤手腕。）
何玉凤　　（白）　　　　　姑娘，你还想跟我动劲儿呀，你是个儿吗？
赛西施　　（白）　　　　　就会欺负我呀？
张金凤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贱人廉耻俱丧尽，
　　　　　　　　　　　　　姑娘岂是下贱人！
赛西施　　（白）　　　　　我瞧这事在这儿完不了，非见大师傅去不可！
何玉凤　　（白）　　　　　嗯，这一女子你这么厉害，敢跟我去见大师傅吗？
张金凤　　（白）　　　　　有何不敢！
何玉凤　　（白）　　　　　走，见大师傅去！
（众人同出门。何玉凤拉张金凤与张乐世碰面。）
何玉凤　　（白）　　　　　你瞧这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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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凤、张乐世对哭。）
赛西施　　（白）　　　　　走开这儿吧！还没拜堂哪，就跑这儿认亲来了。真没规矩！
何玉凤　　（白）　　　　　喝，简直是个大老妖。
　　　　　　　　　　　　　我瞧你说话这么美不唧儿的，你是个什么东西呀？
赛西施　　（白）　　　　　人嘛，什么东西？你既然跟我们大师傅认识，会不知道我是谁？
何玉凤　　（白）　　　　　没听说过。
赛西施　　（白）　　　　　我叫赛西施。
何玉凤　　（白）　　　　　什么？
赛西施　　（白）　　　　　赛西施。
何玉凤　　（白）　　　　　噢，你叫赛鸡屎呀？
赛西施　　（白）　　　　　那多臭哇。我叫赛西施。
何玉凤　　（白）　　　　　你叫赛西施呀？
赛西施　　（白）　　　　　皆因我长得有西子、王嫱之貌。
何玉凤　　（白）　　　　　你真不害臊！
赛西施　　（白）　　　　　故此大伙儿都管我叫赛西施。你知道啦？
何玉凤　　（白）　　　　　不用说，你是这庙里头的一个红人儿啦？
赛西施　　（白）　　　　　我呀，是这庙里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说一不二、和尚原配的大奶奶。
何玉凤　　（白）　　　　　真不害臊！
赛西施　　（白）　　　　　一点儿不含糊！
何玉凤　　（白）　　　　　刚才你说什么要见大师傅去？
赛西施　　（白）　　　　　那是，总得去见大师傅。
何玉凤　　（白）　　　　　不见行不行？
赛西施　　（白）　　　　　不见可不行。
何玉凤　　（白）　　　　　我瞧你行不行！
（何玉凤杀死赛西施。）
张金凤　　（白）　　　　　杀得好，杀得好！
张乐世、
张妈妈　　（同白）　　　　只怕杀出祸来了。
何玉凤　　（白）　　　　　这一庙的凶僧都被我斩尽杀绝了。
张乐世　　（白）　　　　　哎呀儿啊，为父也是这位女英雄救出来的。
张金凤　　（白）　　　　　原来如此。恩人请上受我全家一拜。
　　　　　（西皮摇板）　　原来救我全家命，
　　　　　　　　　　　　　错把好人当恶人。
何玉凤　　（西皮摇板）　　大家禅堂来坐定，
　　　　　　　　　　　　　一一从头说分明。
　　　　　（白）　　　　　那一女子，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对我一表。
张金凤　　（白）　　　　　恩人容禀！
　　　　　（西皮二六板）　恩人若问容我禀，
　　　　　　　　　　　　　姓张名金凤淮阳人。
　　　　　　　　　　　　　年景荒旱难度命，
　　　　　　　　　　　　　一家三口去投亲。
　　　　　　　　　　　　　谁想中途遭不幸，
　　　　　　　　　　　　　行至庙前遇凶僧。
　　　　　　　　　　　　　多蒙恩人救性命，
　　　　　　　　　　　　　来生结草当报恩。
何玉凤　　（白）　　　　　呀！
　　　　　（西皮摇板）　　听她言不由我心中怜悯，
　　　　　（白）　　　　　二位老人家！
　　　　　（西皮摇板）　　但不知在家中许配何人？
张乐世　　（西皮摇板）　　我二老乏子嗣无人照应，
张妈妈　　（西皮摇板）　　因此上我女儿未结婚姻。
何玉凤　　（西皮摇板）　　我爱你美容貌颇有烈性，
　　　　　　　　　　　　　我与你拜姐妹你可应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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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凤　　（西皮摇板）　　大恩人若不嫌我便从命，
何玉凤　　（西皮摇板）　　序长幼我今年一十九龄。
张金凤　　（西皮摇板）　　张金凤今生长一十八岁，
何玉凤　　（白）　　　　　那么我倒为长啦。
　　　　　　　　　　　　　二老请上，受我姐妹一拜。
　　　　　（西皮摇板）　　我为姐你为妹同拜双亲。
　　　　　　　　　　　　　叫二老与贤妹急忙随定，
　　　　　　　　　　　　　后禅堂还有个落难的书生。
（众人同下。）

【第十场】

（安骥上。）
安骥　　　（西皮摇板）　　我在房中神不定，
　　　　　　　　　　　　　不知可能灭凶僧？
（何玉凤、张金凤、张乐世、张妈妈同上。）
何玉凤　　（西皮摇板）　　手拉着贤妹把禅堂来进，
　　　　　（白）　　　　　公子开门来！
安骥　　　（白）　　　　　是哪一个？
何玉凤　　（白）　　　　　是我。
安骥　　　（白）　　　　　你是哪一个？
何玉凤　　（白）　　　　　怎么一会儿的工夫，连我的语声都听不出来啦？
安骥　　　（白）　　　　　哎呀，恩人来了，待我开门。
（众人同进。安骥、张金凤对看。）
何玉凤　　（西皮摇板）　　公子过来把礼行。
　　　　　（白）　　　　　公子过来，见过张家伯父、伯母。
安骥　　　（白）　　　　　哦是是是。
　　　　　　　　　　　　　啊张家伯父、伯母，晚生有礼了。
张乐世、
张妈妈　　（同白）　　　　哎呀，我们还礼了。
何玉凤　　（白）　　　　　公子再过来，见过张家小姐。
安骥　　　（白）　　　　　张家小姐，小生这厢有礼。
何玉凤　　（白）　　　　　妹妹别害臊，过去见个礼，这有什么呀！
张金凤　　（白）　　　　　还礼。
安骥　　　（白）　　　　　啊恩人，一庙的凶僧往哪里去了？
何玉凤　　（白）　　　　　这一庙的凶僧都被我斩尽杀绝啦。
安骥　　　（白）　　　　　杀得好，杀得好！嗯……他们是哪里来的？
何玉凤　　（白）　　　　　你问他们哪，是我从地窨子里救出来的。
安骥　　　（白）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何玉凤看安骥、张金凤，寻思。）
何玉凤　　（白）　　　　　你们大家各自收拾行李，趱路要紧；我哪，还有我的事哪，我要告辞啦！
（张金凤、张乐世、张妈妈、安骥同拦。）
张金凤、
张乐世、
张妈妈、
安骥　　　（同白）　　　　还望恩人安置我们才好！
何玉凤　　（白）　　　　　怎么着，还要我安置你们吗？可是这么着，你们都能听我的话吗？
张金凤、
张乐世、
张妈妈、
安骥　　　（同白）　　　　俱听恩人的言语。
何玉凤　　（白）　　　　　既然如此，有话大家坐下说。想你们一个要往淮阳救父；一家要往京城投亲，
　　　　　　　　　　　　　都要我安置你们，可我一个人怎么能照应你们两家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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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乐世、
张妈妈　　（同白）　　　　咳！
张金凤　　（白）　　　　　咳！
安骥　　　（白）　　　　　咳！
何玉凤　　（白）　　　　　二位老人家，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张乐世、
张妈妈　　（同白）　　　　恩人有何金言，只管吩咐就是。
何玉凤　　（白）　　　　　事到如今，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主意：我意欲把我义妹张金凤许配那安公子，
　　　　　　　　　　　　　你们两家合为一家，同往淮阳，彼此也好有个照应。不知二位老人家意下如何
　　　　　　　　　　　　　呢？
张乐世、
张妈妈　　（同白）　　　　我二老应允了。
何玉凤　　（白）　　　　　二位老人家答应了？我先谢谢伯父，再谢谢伯母。
张乐世、
张妈妈　　（同白）　　　　不敢。
何玉凤　　（白）　　　　　没想到，三言两语的，这碗冬瓜汤就算喝上啦。老人家答应了，还不知我妹妹
　　　　　　　　　　　　　她愿意不愿意哪，得问问本人要紧。
　　　　　　　　　　　　　妹妹，姐姐我做大媒，将你许配那安公子为婚，你愿意不愿意呀？
（张金凤不语。）
何玉凤　　（白）　　　　　这有什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间大道理，你害什么臊哇！快告诉姐
　　　　　　　　　　　　　姐我，愿意不愿意？可也是呀，人家这么大的姑娘，哪儿好意思说我愿意哪！
　　　　　　　　　　　　　你不是不说话吗，我有不说话的主意，姐姐的高主意多着哪。这儿有碗水，我
　　　　　　　　　　　　　在桌上写一上“愿意”，写一个“不愿意”。你要是愿意就把“不愿意”擦了
　　　　　　　　　　　　　去；要是不愿意就把“愿意”擦了去。来，来呀！
（何玉凤拉张金凤擦字。）
何玉凤　　（白）　　　　　哟，瞧你多坏呀！哪一样也没依着我，单把个“不”字给擦了去了，净剩下
　　　　　　　　　　　　　“愿意、愿意”啦。
　　　　　　　　　　　　　我妹妹也愿意啦，还得问问他愿意不愿意哪。哎，好难当的大媒呀。
　　　　　　　　　　　　　喝，好精神，这么热闹他会睡着啦。
　　　　　　　　　　　　　咳，醒醒啊！
安骥　　　（白）　　　　　恩人。
何玉凤　　（白）　　　　　刚才我说的话你都听见没有？
安骥　　　（白）　　　　　哎呀，我是一句也不曾听见哪。
何玉凤　　（白）　　　　　找着叫我费话。听我告诉你：我做大媒，将我义妹张金凤许配与你，你们两家
　　　　　　　　　　　　　合为一家，同往淮阳，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人家老的、小的都愿意了，我想
　　　　　　　　　　　　　你也料然没有什么推辞的了吧？
安骥　　　（白）　　　　　想这婚姻大事，必须禀知父母，方可成全。此时要我应允，实实不敢从命。
何玉凤　　（白）　　　　　事到如今，再要等禀知父母，可就来不及了不是？你也该从权一二啊。
安骥　　　（白）　　　　　小生不敢从命。
何玉凤　　（白）　　　　　你瞧人家一家子都答应了，你要是不答应，我这脸上多下不来呀？
安骥　　　（白）　　　　　我父家教甚严，倘若怪罪下来，哪个担待？
何玉凤　　（白）　　　　　听你这话茬儿，是不能答应啊？
安骥　　　（白）　　　　　此刻我不敢从命。
何玉凤　　（白）　　　　　真格的，我救了你会子，你连这个脸都不给我吗？
安骥　　　（白）　　　　　不……不敢从命。
何玉凤　　（白）　　　　　哼，我怎么救的你，还怎么把你杀了吧！
（何玉凤假意横刀，张金凤、张乐世、张妈妈环跪同拦。）
安骥　　　（白）　　　　　我……答应了。
何玉凤　　（白）　　　　　妹妹，别着急，我跟他闹着玩哪。
　　　　　　　　　　　　　二位老人请起。
　　　　　　　　　　　　　妹妹起来。
　　　　　　　　　　　　　我说咳，你也起来！公子，我交给你的黄金呢？
（安骥取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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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骥　　　（白）　　　　　黄金在此。
何玉凤　　（白）　　　　　这是黄金三百两，公子带去为你父打点前程，余下的就给我妹妹作为妆奁之用。
　　　　　　　　　　　　　姐姐我就不给你买什么啦。
安骥、
张金凤　　（同白）　　　　多谢（恩人）（姐姐）！
何玉凤　　（白）　　　　　不用谢了。过门之后，好不好的，可别埋怨我这大媒呀。
　　　　　　　　　　　　　老人家寻找车夫。
　　　　　　　　　　　　　公子寻找你的骡夫，准备起程吧。
（张乐世下。）
安骥　　　（白）　　　　　骡夫，骡夫！
　　　　　　　　　　　　　哎呀，吓煞我也！吓煞我也！两个骡夫不知被何人挖心而死，胸前两个大窟窿，
　　　　　　　　　　　　　哎呀，可怜得很哪！
何玉凤　　（白）　　　　　真是个书呆子！那两个骡夫定计要暗害你的性命，好霸占你的银子，这些个事
　　　　　　　　　　　　　情你都知道吗？
安骥　　　（白）　　　　　如此说来，他们该死！该万死！
（张乐世、车夫同上。）
张乐世　　（白）　　　　　车辆到。
何玉凤　　（白）　　　　　将行李、包裹搭在车上。
（安骥、张乐世同搭行李。）
何玉凤　　（白）　　　　　你们的事都办完了，我的事可办不成啦。
张金凤、
张乐世、
张妈妈、
安骥　　　（同白）　　　　何事办不成了？
何玉凤　　（白）　　　　　无有笔砚，也是枉然。
安骥　　　（白）　　　　　要笔砚？小生带来了。
何玉凤　　（白）　　　　　真是念书的人，走道还带着笔砚哪，借来一用。
安骥　　　（白）　　　　　笔砚在此。
何玉凤　　（白）　　　　　放在桌上。
安骥　　　（白）　　　　　要它何用？
何玉凤　　（白）　　　　　好汉做事好汉当，岂肯连累旁人遭祸殃。在此庙内呵！
（何玉凤在壁上题诗。〖三枪〗。）⑴
张金凤、
张乐世、
张妈妈、
安骥　　　（同白）　　　　真乃文武全才！请问恩人尊姓大名，日后也好答报。
何玉凤　　（白）　　　　　我乃埋名隐姓之人，有知道我的都叫我十三妹。我住的地方，上不着天，下不
　　　　　　　　　　　　　着地，绝非望报之人。趁此时天色未明，你们开了庙门，急速趱路去吧。
张金凤、
张乐世、
张妈妈、
安骥　　　（同白）　　　　恩人请上，受我等一拜。
何玉凤　　（白）　　　　　不用拜啦。
张乐世　　（西皮摇板）　　感谢救我全家命，
张妈妈　　（西皮摇板）　　再谢与女配为婚。
安骥　　　（西皮摇板）　　赠金救父感恩不尽，
（何玉凤、张金凤、张乐世、张妈妈、安骥同出门，分上骡、车。）
张金凤　　（西皮摇板）　　难舍姐妹两离分。
（安骥、张乐世、张妈妈、张金凤、车夫同下。）
何玉凤　　（白）　　　　　看他们已去，我不免关了庙门，越墙而过便了。
（何玉凤下。）

【第十一场】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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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骥、张乐世、张妈妈、张金凤、车夫同上。）
安骥　　　（念）　　　　　离了能仁寺，
张乐世、
张妈妈、
张金凤　　（同念）　　　　一路奔淮阳。
何玉凤　　（内白）　　　　你们慢走！
安骥、
张乐世、
张妈妈、
张金凤　　（同白）　　　　恩人来了。
（何玉凤上。）
安骥　　　（白）　　　　　恩人还有何吩咐？
何玉凤　　（白）　　　　　我恐怕前途再有人劫夺你们，这有弹弓一张，带在身旁，他们见了我这张弓，
　　　　　　　　　　　　　不但不敢劫夺你们，还要护送一程哪。
安骥、
张乐世、
张妈妈、
张金凤　　（同白）　　　　多谢恩人。
安骥　　　（白）　　　　　此弓在哪里奉还？
何玉凤　　（白）　　　　　就送到二十八棵红柳村，有位邓九公家中交还便了。
安骥　　　（白）　　　　　邓九公……哎呀糟了！糟了！我的砚台落在庙内了。
何玉凤　　（白）　　　　　咳，一块砚台算得了什么，至于这么着急吗？
安骥　　　（白）　　　　　那是传家之宝，上有我父名讳，倘被官兵抄去，那还了得！
何玉凤　　（白）　　　　　既然如此，你只管放心趱路，少时我回庙取砚，寄在邓九公家中，日后凭弓取
　　　　　　　　　　　　　砚，凭砚交弓。你们急速趱路去吧。
安骥、
张乐世、
张妈妈、
张金凤　　（同白）　　　　告辞了。
安骥、
张金凤　　（同白）　　　　恩人！义姐！罢！
（安骥、张乐世、张妈妈、张金凤、车夫同下。）
何玉凤　　（白）　　　　　看他们已去，待我入庙取砚便了。
（何玉凤下。）
（完）

——————————
⑴王瑶卿先生另种唱法，此处唱新水令。
何玉凤　　（新水令）　　　贪嗔痴爱四重关，
　　　　　　　　　　　　　这阇黎重重都犯。
　　　　　　　　　　　　　他杀人污佛地，
　　　　　　　　　　　　　我救苦下云端，
　　　　　　　　　　　　　刬恶除奸，
　　　　　　　　　　　　　觅我时和你云端相见。

⑵如不连演《青云山》，则此场可以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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